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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應着眼戰勝疫情重啟經濟
財政司司長將於下月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的

為停工停業的重災區。去年下半年本港經濟出現負增長，失業率曾一度

預算案非比尋常，前年香港受到黑暴衝擊、去年又受到

飆升至 6.4%的高位；儘管最近已見穩定，但只輕微回落 0.1 個百分點，

疫情影響，令本地經濟連續兩年遇上極其嚴峻的挑戰。

距離全面復甦還有漫漫長路。此時此刻，香港更加需要特區政府的堅強

而疫情影響之廣更是史無前例，全世界除了我們的祖國

領導，加大力度推出更多惠民紓困的措施，讓受疫情影響的市民渡過難

能夠快速控制疫情、復工復產外，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幾近停頓。香港

關；並且緊緊依靠祖國這個強大後盾，於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格局之下

作為一個面向世界的外向型經濟體，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個別行業更成

提振香港自身的實力，為全民接種疫苗之後的全面復甦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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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雖然香港市民有望於下月開始接種疫苗，預料
疫情可於稍後時間受控，但目前可謂黎明前的黑
暗。受到黑暴和疫情的雙重打擊，很多基層市
民的生計連續兩年受到影響。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應有兩大任務，一是加碼幫助基層市民及中
產階層，二是為重啟經濟作好準備。為此，民
建聯於 1 月 11 日會見財政司司長，以「戰勝疫
情，推動復甦」為題，提出了 110 項建議，內
容除了包括全民抗疫，還有重啟經濟、有效施
政、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產業
及推動創科等一系列內容。我們衷心希望財政
司司長參考和採納民建聯的建議，讓香港能夠
於黑暴和疫情結束後再一次振翅高飛。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殺到香港，特區政
府於短時間內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保就業

等措施，成功維持了不少本地企業的經營，也
保住了部分僱員的飯碗。儘管急救措施比較粗
疏，但能於短時間內出台，這份成就是值得肯
定的。「急救」過後便進入「醫治」的階段。
這個階段除了要把前事的一些漏洞封好，還應
推出更加精細的措施，務求更精準地幫助需要
支援的市民。

推出精細支援措施
過去我們都說財政預算案是「派糖」，但
我看今次的預算案是「吊鹽水」。預料上半
年本地經濟仍然蕭條，為了幫基層和中產市
民熬過難關，民建聯建議於新一個財政年度
實施退稅，上限 2 萬元，以及免交暫繳稅；
還應繼續免差餉，上限 2,500 元，長者自住物

業更應全免差餉；而電費補貼也值得繼續推
出。所有現有的社會福利，如：生果金、長
生津、傷殘津貼、長者綜援、60 至 64 歲人士
的綜援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在職家庭津
貼，這些都建議「出雙糧」；我們亦建議為
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的長者額外提供一次
性 1,000 元金額，以及盡快落實 60 至 64 歲市
民 2 元乘車優惠。

爭取恢復正常跨境往來
而除了以上曾經推出過的措施外，民建聯亦
建議政府大膽作為，嘗試推出一些全新的紓困
措施。例如疫情之下不少僱員開工不足，家庭
收入因而大減，建議設立「開工不足援助津
貼」，以支援那些有工作但收入大為減少的家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警方國安處早前拘捕 55 人，其中包括有份牽頭發
起攬炒派「初選」的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
他 們 涉 及 去 年 組 織 策 劃 及 參 與 所 謂 「35 + 」 「 初
選」，企圖顛覆特區政權。
「五眼聯盟」中的四國，包括澳洲、加拿大和英
國外長，以及即將下台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聯
合聲明，「譴責」特區政府拘捕 55 名協調及參與民
主派「初選」人士，要求特區政府及中央尊重港
人，能在免於被捕及被拘禁的情況下，獲得法律列
明的權利及自由云云。

蓬佩奧上演
「最後的瘋狂」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蓬佩奧之流上演「最後的瘋
狂」，糾合英澳加等國少數政客混淆是非，把意圖
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徑說成是追求民主，將處心積慮
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稱為「民主勇士」，對特區立法
會選舉事務指手畫腳，並揚言要實施制裁。與此同
時，他們卻將美國剛剛發生的因不滿選舉結果而出
現的衝擊國會事件稱為踐踏民主、破壞法治的暴力
行徑。這除了讓世人進一步看清這些政客可笑荒誕
的「雙重標準」外，也將他們利用香港地方選舉對
中國進行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禍心暴露無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他早已提醒
相關人員「初選」或違反國安法，強調不可逾越紅
線，否則要承擔法律後果。曾國衞又將美國國會山
莊衝擊事件類比香港反修例示威，稱部分美國政要
公開支持香港修例風波中的暴力示威者，如今卻譴
責美國國會暴力衝突，是明顯的雙重標準。
攬炒派和西方反華政客指「初選不違法」、「否
決財政預算案受基本法保障」的論調，完全是偷換
概念、混淆是非、曲解基本法，但卻是此地無銀、
欲蓋彌彰。基本法從來沒有授予「攬炒」議會、癱
瘓議會的權力，相反基本法很多規定都是為了確保

議會正常運作，怎可能會授予議員
「攬炒」議會的權力？
從這場「初選」的性質目的、參加
者的背景立場，以至背後的資金鏈，都說明這場
「初選」已經觸犯了國安法以及香港的選舉舞弊條
例，搞手必須承擔法律責任。警方同時強調，不會
針對「初選」投票的市民進行刑事調查。攬炒派還
利用所謂「初選」收集選民資料，開展相關配票工
作，從而對立法會選舉進行操控，就是為了在立法
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進而控制立法會以癱瘓特
區政府的運作，奪取特區管治權。

「攬炒」
是違法的禁區
攬炒派扭曲基本法，以達到顛覆推翻政權的目標，
根本就是要搞一場政變。沒有人會天真到相信，基本
法會設計出一個攬炒制度，讓人搞政變吧？攬炒派
「初選」違法根本無可抵賴，全世界的選舉，都不會
容許挑戰憲制、挑戰法律的「共同綱領」，否則一概
不能參選。在國安法下，「攬炒」就是違法的禁區，
政治的禁區，戴耀廷及攬炒派肆意挑戰國安法，必定
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戴耀廷之流是製造香港亂局、禍港害民的罪魁禍
首，他們打着「公民投票」的幌子，卻要挾列入其
名單的參選人簽署所謂「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的參
選「共同綱領」，公開承諾如果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就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別行政區政府停
擺，進而迫使行政長官接受他們在修例風波中提出
的「五大訴求」。國安法實施後，攬炒派竟簽署所
謂「共同綱領」，肆無忌憚地揚言「初選」的目標
就是要控制立法會、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
港、顛覆國家政權，明顯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以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攬炒派、戴耀廷和西方
反華政客的詭辯，完全此地無銀、欲蓋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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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淵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筆者一個記者朋友，日前在社交
平台發文，說在屋邨商場無意看到
一部類似飯盒販賣機的機器。仔細
一看，機器頂部寫着「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
劃」，原來是速凍餐自助提取機，專為疫情下失業
及就業不足的人士而設，提供最長一年食物援助，
過渡性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而考慮到取餐人的工
作及作息時間不定，相關人士只需到自助提取機掃
二維碼，就可彈性領取速凍餐。
朋友說，這機器，這計劃，讓她有點感動。香港
並不完美，貧富懸殊嚴重，但這計劃能因應社會和
經濟環境轉變，迅速籌備和實踐，直接幫助有需要
的人，值得點讚。
筆者隨後和好幾個朋友聊起這件事。遺憾的是，
計劃推出已三個多月，媒體報道毫不起眼，了解此
計劃的記者行家似乎並不多，行外人知道的更是寥
寥無幾。
相反，近日幾宗自殺個案被媒體詳盡報道。尤其
是一名與演藝界有關的人士，其個人背景、家庭資
料、甚至自殺遺言等都被媒體詳盡透露。這不僅僅
有機會對逝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更令人擔心的
是，過分渲染聳動性的報道會造成傳染或模仿效
應。2016 年初，香港就曾出現「學童自殺潮」，最
嚴重時 9 天發生 7 宗，有些媒體大篇幅詳細報道個案
細節，提出問題卻無法解決，引起社會熱議。
筆者認為，相比起直接報道各種社會民生問題，
香港媒體可參考「解困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的報道手法，積極介入社會問題，並探索

各種解決途徑。
「解困新聞學」近十年在西方興
起，由美國的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提出。他認為，要幫助社會進步，僅提
高公眾的社會意識、或引起公眾對問題的憤怒是不
夠的，必須改變思路，提出嚴謹對策，解決社會最
緊迫的問題。換言之，媒體不應該只致力於發現並
報道問題，更應致力於解決問題。
近年，內地一些媒體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例如
將民生難題推向社會，以互動形式發動民眾參與制
定解決方案。雖然香港曾有資深媒體人嘗試投入
「解困新聞」研究，但似乎未能成為主流。
海外學者曾做過一個簡單實驗，媒體報道敘述同
一個社會問題，但分成三個不同版本：第一版本只
報道新聞事實本身，第二版本報道新聞事實並附加
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第三版本報道新聞事實及一
個不奏效的方法。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到三個不同
組別，分別閱讀上述同一版本的報道。結果發現，
閱讀第二版本報道的參與者，負面情緒較少，對新
聞的評價也較正面。
香港遭受了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
擊，令社會瀰漫着負面情緒。傳媒作為社會的第
四權，應發揮輿論監督政府的正面力量。與其圖
文並茂渲染性地報道負面新聞，不如把更多鏡頭
聚焦於民生領域，在揭示問題的同時，更側重於
解決方案的探索，加入成為「解困」平台，啟發
政府管治、引導民眾發揮社會力量，參與幫助
「解困」。

李梓敬




警方日前依法拘捕
戴耀廷等 50 多名策劃
或參與所謂「初選」
的人士，指他們涉嫌觸犯香港國安
法，社會各界人士普遍支持警方的執
法行動，相關人士涉嫌透過「初選」
圖謀顛覆國家政權，被拘捕是合情合
理，絕非濫捕。
戴耀廷等人提出的所謂「初選」，
不單是為了奪取立法會過半議席，更
是通過控制立法會，從而否決政府預
算案及所有政策法案，令立法會及政
府施政癱瘓，逼政府解散立法會，繼
而迫使行政長官下台。此外，搞手更
提出要配合大規模的暴亂以及外國的
干擾和制裁，最終達至攬炒、玉石俱
焚的目的，亦即是戴耀廷所提出的
「攬炒十步曲」。
「初選」是用非法手段實現「攬炒
十步曲」第一步，其目的是為了顛覆
合 法 政 府 ， 明 顯 觸 犯 國 安 法 第 22 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使有關計劃
的部分過程仍未發生，但根據普通
法，預備犯案已屬違法，正如打劫銀
行即使計劃流產，有策劃的過程仍算
犯罪。況且戴耀廷提倡的「攬炒十步
曲」，不是自我想像的東西、不只是
政治口號，而是有確實的行動推進
「攬炒」計劃。
議員有權反對財政預算案，或在其
他政府議案中投反對票，前提是須有
理據、為市民謀福祉，但未看過內容
便明言否決、逼特首下台，這明顯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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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世界最大「攬炒國」

香港需要
「解困新聞學」

「初選」謀顛覆政權 警方執法合情合理

為顛覆政權詭辯欲蓋彌彰

庭。另外亦可設立「照顧者津貼制度」，幫助
那些需要長期照顧缺乏自理能力家庭的市民。
這些措施將能紓緩基層和中產市民的經濟壓
力，讓他們在經濟蕭條之下減輕痛楚。
財政預算案的另一重點是重啟經濟，而關鍵
就在於早日實現免隔離往返內地。特區政府應
盡早與內地政府商討，爭取容許已經接種新冠
疫苗、並證明已產生病毒抗體的香港居民進入
內地可獲豁免隔離檢疫，藉此恢復正常跨境往
來。在今後的一段日子，政府仍須繼續做好防
疫措施。事實上，經過一年的疫情，香港市民
已有共識，長痛不如短痛，情願防疫措施嚴謹
一點，早日「清零」，總好過疫情沒完沒了。
新的一年，祝願香港以至全世界早日戰勝疫
情，普羅大眾可以重過正常的生活。

基本法空子，更是企圖
推翻特區政權機關，圖
謀惡毒，並非真誠擁護
基本法。
基本法第 51、52 條有
關財政預算案被否決、特首請辭的條
款，原意讓行政立法機關互相配合與
制衡，讓立法會行使監察職能，並非
要顛覆政府。
事實上，在「初選」期間，特首林
鄭月娥已經表明有關行為是違法，呼
籲搞手懸崖勒馬，在「初選」結束
後，中聯辦發言人隨即指出，在香港
國安法實施之後，有人居然簽署「共
同綱領」，並肆無忌憚地揚言，協調
反對派參選立法會的目標就是控制立
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
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
權，已經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以及香
港本地選舉法律。
不論特區政府、中聯辦以及社會各
界均一早指出「初選」違法的本質，
表明會依法追究，但反對派毫不理
會，還非常囂張地繼續這些違法活動，
現在被捕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警方今次的執法行動，再次印證香
港在國安法落實後，社會由亂轉治的
新轉變，成為制止一切圖謀分裂國家
行徑的利器，給違法反中亂港分子迎
頭痛擊，打擊其囂張氣焰，杜絕日後
同類事件發生。
相信在國安法的守護下，有效打擊
相關罪行，香港社會可保繁榮穩定。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主席

香港受港英管治
超 過 150 年 ， 回 歸
前，萬千學童乃至
成人世界的價值觀，當是以「英語
嬌」、「英語妙」為基礎，迸發出
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乃至生活
習慣以英美馬首是瞻，順者可流動
至上層管治階級，逆流向下，則只
能當下層的被管治階層。當年坊間
有 言 ， 政 務 官 （AO） 、 滙 豐 銀 行 及
馬會聯合管治香港、向英倫負責之
說，不無道理。
英美一家親，同血同緣。從近代世
界政局來看，20 世紀初，米字旗落、
星條旗上，但總體而言，英美擺布的
生活制度、文化價值，被定性為普世
價值，香港一代又一代，都不得不心
甘情願全面接受這所謂普世價值。香
港的教育系統透過學校、社會的多管
道滲透，將之鞏固強化。
英美長期打着「民主、自由、法
治」的旗號，向外強推所謂「普世價
值」，不少港人亦囫圇吞棗、全盤接
受。英美乃至白人借操控普世價值，
壓抑世界其他文化文明，例如阿拉
伯、中國等文明文化。两次世界大戰
正是弱肉強食的寫照，尤其是二戰
後，美國用槍炮火器「闡釋」普世價
值，訂下順昌逆亡、不容挑戰的世界
秩序。
世事滄桑變化，2020 年新冠疫情橫
掃全球，奪去寶貴生命，更測試各國
各地的應變能力，特別是考驗每個政

府是否珍惜、愛護老百
姓生命，抑或實行愚民
政策，以奪權牟利為
先，並且用「民主、自
由、法治」的神袍作包
裝，欺騙世人。
當今，把民主、自由、平等口號喊
得最響的當屬美國，而應對新冠疫情
最差，國民最淒慘的國家，亦是美
國 。 至 今 ， 美 國 累 計 確 診 突 破 2,000
萬人、病死數達 34.5 萬，為全球數量
最多的國家。但美國總統、各個重要
官員、政客依然把精力投入到權力之
爭，兩黨之爭白熱化，國家面臨內戰
危機，但美國政府仍以極之偽善的
「民主」、「自由」、「平等」的名
義，對香港指手畫腳，甚至強加各種
罪名制裁香港，手段橫蠻無理，霸權
霸道。美國的政客以為借此可以轉嫁
國內矛盾、轉移國內民眾視線，行徑
之醜陋，「世界最強」當之無愧。
近日， 美 國 國 務 卿 蓬 佩 奧 竟 撕 毀
中美聯合公報，寡廉鮮恥宣稱「台
灣向來都不屬中國」，若美國政客
玩火，逾越紅線，必將把台灣推向
戰海。筆者期望，台灣當權者知所
進退，勿跳入美國的政治陷阱，以
免後悔莫及。
歷史會說話，新冠病毒肆虐，一個
若連自己國家老百姓生命都不會重視
的政府，又怎會理會他國人民的死
活？毫無疑問，美國就是當今世界最
大的「攬炒國」。

